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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救死扶伤的先行官，全心服务患者
记毓璜顶医院检验中心主任孙成铭和他的团队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不甘只做“检验工”，专注检验医学多年，和临床医

生搭伴诊疗，毓璜顶医院检验中心主任孙成铭和他的

团队已不记得为患者排过多少“雷”。

滴血可辨68种重大疾病，还能依据生物芯片技术

预测胎儿罹患高风险疾病的概率，进行遗传性耳聋、传

染病的基因检测，做检验师的20多年间，孙成铭和他的

团队直面患者的机会不多，但隐身各种枯燥的实验和

数据背后，早日还患者健康体魄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

预防抗击疾病治疗是他们最大的动力。

专家简介

孙成铭，主任检验师，医学博士，烟台毓璜顶医院检验中心主任，生物芯片北京国家研究中心烟台分中心实验室主
任；青岛大学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硕士生导师，青岛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组委委
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青年委员，山东省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检验学会委员，烟台市检验验
学会副主任委员，烟台市检验质量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子诊断学技术及基因芯片技术，主要从事白血病及其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其中分子诊断技术
及芯片技术居于国内先进和省内领先水平。申请国家863子课题一项，国家973子课题一项，山东省博士基金1项，山东省
自然基金1项，烟台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3项。

获各种科研奖励五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二完成人)，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山东省
医学进步二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烟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文章30多篇。其中SCI近20
篇，中华级论文8篇，主编论著1部。

孙成铭主任(右一)讲解检验结果。 通讯员 李凌峰 摄

基因测序帮准妈妈避

免了“问题儿”

二孩政策放开后，不少人
跃跃欲试，想给家中的大宝生
个伴儿。利用产前无创基因检
测发现胎儿罹患高风险疾病的
概率增加，女子忍痛舍弃了问
题儿，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重新
受孕，如今胎儿各方面发育良
好。

一名近40岁的女子到医院
进行唐氏筛查，孙成铭和他的
团队利用产前无创基因检测发
现胎儿罹患高风险疾病概率，
但女子不同意进行羊水穿刺，
最终孙成铭利用基因测序技术
成功为女子进行基因筛查，最
终发现胎儿罹患了18号染色体
疾病是“病根”。经过权衡，女子
忍痛舍弃问题儿。

“能利用先进手段进行科
学筛查，为患者带去健康的宝
宝我们很高兴。”孙成铭主任告
诉记者，毓璜顶医院作为省内
首家开展基因测序技术的医
院，通过采集孕妇外周血，提取
母体中游离胎儿DNA，采用最
新一代的基因测序技术，结合
生物信息技术，得出胎儿患染
色体异常风险率。这种技术不
仅对孕妇没有任何伤害，也不
会造成胎儿流产，而且准确率
高达99 . 9%，是目前产前筛查手
段中最为安全、准确的检测方
法。

近年来，生物技术的快速
发展，尤其是生物芯片技术的
运用，为人们追寻健康理念，帮
助市民及时发现疾病做出了重
要贡献。2012年，孙成铭着手成
立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烟台分中心实验室，在医
院的大力支持下，孙成铭和他
的团队通过进修学习、请人讲
课、参观学习、项目对接交流等
多种形式来促进生物芯片平台
的建立，2015年5月22日，生物芯
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烟台
分中心落户毓璜顶医院，这也
成为国家工程中心在我国第五
家、华东地区首家进行生物芯
片研究和基因检测的机构。

生物芯片技术的引进和发
展成为帮助人类发现身体秘密
的助手。遗传性耳聋血液基因

检测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和运
用，也让不少家庭获益，在对有
遗传史的家庭进行风险评估并
进行个性化指导预防管理之
外，还为特定患者的个性化精
准治疗提供了依据。

近年来，孙成铭主持在
省内首先开展遗传性耳聋基
因筛查 1万多例，发现 3 2 0例
遗 传 性 耳 聋 基 因 突 变 携 带
者。省内率先开展染色体非
整倍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已完成 7 8 3 5例孕妇的检测，
发现 1 5 6例先天疾病高危人
群，让很多的家庭避免了先
天 疾 病 患 儿 出 生 带 来 的 痛
苦。

滴血可辨68种重大疾病

一滴血就能检测出68种重
大疾病？这不是梦，在毓璜顶医
院检验中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市民通过这种方式找出自身潜
在的问题及时对症预防，收到
了不错的效果。这项技术推后
的背后，是检验人的不懈努力。

市民只需要抽6-7毫升的
血 ,就能够检测9大类68种疾病
的发病率。孙成铭说，基因对每
个人来说好比“本源”,目前绝大
多数疾病都可以在基因里发现
异常 ,因此透过对基因的检测 ,
能够发现很多疾病隐藏的“苗
头”。对于一些家族中有遗传疾
病的人群和一些因为环境某些
疾病高发的人群来说，这类基
因检测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及时
发现疾病，还能在未发病的时
候做出风险评估，及时预防。

对于检验人而言，最大的
成就无外乎检验结果在临床诊
疗中真正让患者受益。孙成铭
说，一位有家族心血管疾病史
的同事进行载脂蛋白E检测提
示高风险后，痛下决心戒烟戒
酒，如今每次体检结果都不错，
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孙成铭回忆说，遇上检测
结果不匹配或是临床急等结果
的情况，加班加点是常态。“不
能让病人等，也不能耽误后续
治疗，我们辛苦点是应该的。”
孙成铭说，对于检验师而言，隐
身枯燥的实验和数字背后，能
为病人的诊疗送去依据，即使

再辛苦也值得。
多年来，孙成铭和他的团

队开展遗传性疾病、感染性疾
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
筛查和诊断新技术项目200多
项，为各种疑难病症患者诊断
提供了高新技术支持，烟台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世界
前沿技术的福祉。

2013年任检验医学中心主
任以来，孙成铭以当好救死扶
伤的先行官为己任，参照国际
标准进行规范管理，带动临床
检验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大幅
提升，共开展检验项目700多
项，其中生物芯片技术、高通量
测序技术等特色技术已达国内
先进或省内领先水平。

筹备两年，只为患者

“一单通”

为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解
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目前
国内不少地方医院之间都在积
极开展“检验结果互认”“一单
通”。但要结果互认，前提是必
须实验室间互认，而实验室互
认的基础是实验室间建立相同
的质量管理体系。为此，孙成铭
和他的团队筹备了两年，记不
清连续奋战过多少个昼夜，也
难以计数多少次奔忙在外出学
习的路上，但他们没人抱怨也
没人喊累。

“没觉得辛苦，就都想一心
把这件事做好，真正让患者受
益。”孙成铭告诉记者，2016年1
月1日毓璜顶医院检验科开始
进行ISO15189实验室质量管理
体系认可。两年以来，科室先后
通过加强组织管理、质量管理、
人员管理与培训,强化设施、环
境的改善与改造等方式，实现
了实验室检测标准化、报告流

程信息化、仪器设备自动化和
诊疗实现个体化。2017年12月8
日至10日，经过三天的现场检
查和考核，毓璜顶医院检验科
一次性顺利通过CNAS专家的
现场评审。

“今后这份检验单可在世
界范围内通用。”孙成铭说，用
国际标准规范质量管理作为实
验室互认的基础，能更好地服
务大众。同时通过这次评审也
能提升员工的素质，用更准确
高效的检验质量提升医院信
誉。此外，报告流程信息化可让
患者在提交检验后12小时内通
过毓璜顶医院的APP在家查询
结果 ,省去了来回跑腿的麻烦 ,
而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可后,

“一单通”患者日后就医再也不
用重复检测了。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样
一份“互认”，孙成铭和他的团
队付出了多少。筹备期间需要
不断外出学习，不想耽误日常
工作，一次因下大雪所有航班
取消，孙成铭愣是带着团队火
车转汽车冒着严寒坚持提前赶
回来，到了烟台没来得及喘口
气，他和他的团队又立即投入
到工作中来。

“特别扛折腾”的他有

颗金子般的心

筹备生物芯片实验室期
间，亲自参与设计实验室的每
个细节，累了就在两张椅子搭
起来的临时“床”上休息一会，
同事们都笑称孙成铭“特别扛
造”“特别扛折腾”。工作多年，
虽然工作侧重和职务有所变
化，但这种精神始终在。

在检验窗口工作10年，每
天站着为百余名患者抽血检
验，孙成铭练就了“一针见血”

的本领，即使现在他已经很少
在窗口出现，还是有不少老患
者想点名让他来抽血。

筹备15189实验质量管理
体系期间，因着急上火，孙成铭
曾连续4天腹泻，没跟任何人提
起，他硬生生撑了下来。每天最
晚下班，等关了所有的灯，孙成
铭才下班这已是常态。

严于律己，孙成铭一直觉
得这样才能要求其他人遵守规
则。作为科室主要负责人，他以
对患者极端负责任的精神狠抓
质量管理，在国家卫计委和山
东省卫计委室间质评活动中，
400多项检验项目成绩优秀。

2013年以来，连续举办5届
烟台市检验学术会议，作为项
目负责人孙成铭还承担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分子诊断
技术新进展及临床应用”和省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分子生
物学检验与临床医学”，烟台检
验能力和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在他的带领下，去年毓璜
顶医院检验中心获批山东省基
因检测示范中心，并开启精准
医学大数据中心暨科研平台，
充分利用标本库资源，在心脑
血管疾病等领域进行精准大数
据的探索研究，为健康烟台创
造更多福祉。

工作以来，孙成铭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
信念，积极向党组织靠拢，200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他作为
首批志愿者参加医疗救助行
动，并积极为灾区捐款。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专注
检验医学多年的孙成铭有着一
颗金子般的心，他称愿做救死
扶伤的先行官，一直全心全意
为患者服务。

毓璜顶医院检验中心孙成铭主任。 通讯员 李凌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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